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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促进了教育范式的本质变革，解决了传统课堂存在的诸多问题。然而在泛在学习环境

中，翻转课堂缺乏对学习连接和网络建构过程的关注。如何借助适合泛在学习环境的新型学习资源组织方式，

来促进知识的内化和迁移运用、实现学习者群体智慧的共享和个体知识经验的进化，成为了文章研究的主要问

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文章基于学习元的社会认知网络，在中学学科中开展了个体、群体及双重认知网络所建

构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并将可进化的物化资源与人力资源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人与知识的深度互动，体

现了学习者知识获取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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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翻转课堂通过对时间的重新规划、对知识传授和内化过程的重新设计、对师生角色的重新

认识，促进教育范式发生了本质改变。然而学生的学习绝不仅是学习者与物化学习资源的交互，

也不仅是师生之间的单向交流，更重要的是在参与学习的过程中，学生能够随时随地汲取他人

的智慧和经验，通过学习资源、学习活动和学习评价等方式，在师生和生生之间建立动态的联

系。这种趋势使得“人”也被纳入学习资源的范畴，并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1]。学习就是连接的

过程，就是建构网络的过程，人是一种比学习内容本身更重要的资源。

当前翻转课堂重视学生通过课前自学质疑、课上问题解决而 终取得的学习效果，忽视了

学生在与同伴交互过程中生成的知识和经验、忽视了学生在社会网络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学习

智慧、忽视了学生在学习资源进化历程中的贡献、忽视了对学生产生的动态数据的评价。因此，

如何借助适合泛在学习环境的新型学习资源组织方式，来促进知识的内化和迁移运用、实现学

习者群体智慧的共享和个体知识经验的进化，成为了本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 文献综述

在元认知理论、支架理论、知识建构理论、联通主义学习理论等不同学习理论的支持下，

国内外多位专家基于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建构了具有指导意义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①国外方面，应用较为广泛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Talbert[2]提出的翻转课堂教学系统模型，

即学生在课前观看微视频并完成练习、课中完成简单测验后，在教师的引导下师生共同解决问

题， 后进行总结和反馈；Gerstein[3]建构的环形翻转课堂四阶段模型，包含体验参与（Experiential

Engagement）、概念探索（Concept Exploration）、意义建构（Meaning Making）和展示应用

（Demonstration & Application）。

②国内方面，较为典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钟晓流等[4]设计的太极环式翻转课堂教学模

型以问题为中心，通过教学准备、记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等四个环节，将课上和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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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有效衔接，实现教与学的循环互动和转化；张金磊等[5]建构的翻转课堂模型以信息技术和活

动学习为支撑，包含课前学习和课堂学习两部分；曾贞[6]提出的“反转”教学图示要求学习者课

前观看视频，简单讨论后提出问题并尝试解决，随后不断发现新问题并用新知识解决，以此不

断循环深入。

通过审视上述国内外五种典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不难看出：国内外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都

关注课前的视频制作和练习设计、关注课堂的问题解决和知识内化、关注对教与学的反馈评价

等；但是这些教学模式均缺乏对学生学习特点的深入分析，没有涉及学生学习过程的社会性特

征，缺乏对人在学习过程中所做贡献的思考。正如 Laurillard[7]指出，学生的学习不仅是从教师

示范、提问等方式中获得，更重要的是在与同伴的交流沟通、实践分享的过程中实现。因此，

学生只有在真实的情境和丰富的活动中，通过在与同伴和学习内容深层次交互的过程中建立社

会认知网络，才能创造性地生成学习经验和智慧，实现真正的意义建构和有意义学习。

三 基于学习元的社会认知网络

社会认知网络是由知识和人共同构成的网络，是在人与知识的深度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较之传统社会网络，社会认知网络更加关注学习者与知识的深度交互、关注学习者对知识和社

会网络的主观认识、关注学习者对社会网络形成和发展的贡献。社会认知网络通常从学习者感

兴趣的内容出发，在学习者与他人的交互过程中形成伙伴网络；同时，在伙伴网络的发展中学

习者保持与专家、伙伴的紧密联系，并通过与其频繁的、深入的交互，修补自己的短板，实现

对感兴趣领域的多元化认识。

学习元（Learning Cell）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余胜泉教授团队自主研发的、支持

泛在学习的学习资源组织模型[8]，实现了社会认知网络的建构。学习元是可动态重组的基本单元，

具有微型化和标准化的特性，以及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进化功能；强调资源的语义连接与社

会性连接，即为学习内容附加了社会认知网络属性，故也具有社会智能性和适应性。学习元中

学习者的个人知识组成了个体认知网络，学习空间中的情境问题与其他学习者则构成了群体认

知网络，其可视化的社会认知网络如图 1 所示。学习者在与他人和情境的交互过程中，不仅能

够获得学习资源，更能获得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力资源。在与专家和同伴的深度交互中，学

习者不断建构并完善个体认知网络；而在个体认知网络发展的同时，学习者也协助建构并分享

了群体认知网络，由此促进了个体认知网络和群体认知网络的双重发展。

图 1 学习元可视化的社会认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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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于社会认知网络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建构

1 模式的建构

Laurillard[9]认为，学习者的知识建构不仅发生在与教师、与学习内容的互动过程中，还发生

在与同伴、与学生专家的交流沟通以及实践分享的过程中——这两个获取渠道同等重要。学习

者的学习一方面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是个体与其他人在人际互动的过程中建构

知识。基于建构主义理论，本研究结合中学学科的教学特点和学习者特征，建构了基于社会认

知网络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如图 2 所示。

图 2 基于社会认知网络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1）课前自主学习内容

课前的自主学习是学习者个体认知网络初步形成的阶段。课前，学生在观看学习内容的同

时，参与相关学习活动，并与教师、学生专家或者同伴好友进行实时交流，互相答疑解惑，从

而形成初级学习产品，并提交到学习平台。

（2）课中拓展学习内容

课中的拓展学习是群体认知网络建立和完善的阶段。教师首先反馈初级学习产品和质疑交

流的情况，并提出进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为学生提供适当的课内拓展学习资源。学生在

与群体的协商过程中达成共识以生成协作的知识，并在群体的协作下进行拓展迁移， 终形成

高级学习产品。

（3）课后延伸学习内容

课后延伸学习是学习者深入学习、实践及共享的阶段，也是个体和群体的社会认知网络走

向成熟的阶段。课后教师推送延伸学习内容，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层加工；学生则根据教师和

其他学生的评价不断反思和完善，以促进元认知的发展和社会知识的共享。

2 模式的支持策略

本研究建构的基于社会认知网络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的深

度互动和共享协作提供了四方面的策略支持：①内容支持，为学习者设计并提供有助于深度理

解的学习材料和学习活动等；②群体动力支持，通过设置提供学习活动、评价方案、学习工具

等，创设和谐稳定的群体关系；③技术支持，通过学习元移动客户端，为实现深度交互提供必

要条件；④认知支持，为促进基于社会认知网络的深度交互，提供认知策略和交互策略的引导。

五 基于社会认知网络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教学应用

2014～2015 学年度第二学期，本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一年级实验班（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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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实验班”）的 48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基于社会认知网络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学

科应用研究。实验班的学生和教师人手一台平板电脑，教师还配有笔记本电脑，同时允许学生

携带其它智能移动设备（如智能手机）进入课堂。教师利用笔记本电脑在学习元平台的网页端

进行备课，并利用学习元 APP 课程生成器将课程同步到移动设备客户端，如图 3 所示。经过初

步探索，本研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图 3 学习元课程的网页版和移动版界面

1 课前：建立基于交互共享的个体认知网络

在利用基于学习元的社会认知网络建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过程中，学生在课前观看教学

视频并完成教师设计的各种在线学习活动的同时，能够找到与自己兴趣相同的学习伙伴或者能

够给予自己学习指导的学生专家，或者直接获取教师的指导。在与教师、学生专家或同伴好友

进行一对一甚至多对一的交流过程中，学生建构了具有相同话题或者能够促进深度交流的个体

认知网络，通过获取自己所需的知识和经验，避免了浅层的在线学习。

比如，学生在学习英语词汇的时候，可以在社会认知网络中查找教师和学生专家（如图 4

所示），就自己在学习中出现的问题与他们进行在线交流，在实现知识交互共享的基础上，学生

建构了个体认知网络，从而弥补了学生的学习差距。

图 4 学生在社会认知网络查找教师和学生专家及其专业领域

2 课中：建立基于质疑协商的群体认知网络

学习元平台允许任何用户创建并访问学习内容，协作者与创建者通过交流或共同开展协作

活动，不断更新和完善学习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和学生创建内容、参与活动、开展协作

交流的形式基本相同，故师生角色可以不断地互换，教师和学生可以实现真正的平等。在此平

等的基础上，教师和学生通过互相质疑协商，来实现群体认知网络的建构和协同发展。

比如，教师发布问题时，学生可以通过投票或发言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同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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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线辩论，如图 5 所示。这一打破物理空间的讨论方式促进了全体学生就某一观点的深入互

动，并在相互质疑和协商中，促进了群体认知网络的发展和延伸。

图 5 学生就某一问题进行投票并阐述观点

3 课后：发展基于评价反思的双重认知网络

对于课中生成的高级学习产品，教师在课后继续进行批阅，学生则根据教师、学生专家和

同伴好友的意见进一步完善自己的作品，并在参考他人评价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反思和修改自

己的学习产品，将个体认知网络和群体认知网络发展并完善为双重认知网络。教师根据学生的

表现和提交的作品进行教学反思，适时调整教学进度和教学策略，继续深入解决问题或者进行

个性化交流，以促进更高层次的教学相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创造性知识不仅丰富了个

人知识库，更体现了从个体知识到公共知识的外化过程。

4 形成发展性评价

在泛在学习环境中，学习评价的数据来源更加多样，学生的认知投入、学习交互、对知识

的贡献等都可以成为评价的因素，故应针对学习过程设计发展性评价方案，实现对学生多元化、

个性化、过程性的评价。在学习元平台中，对学生的学习评价可以从学习态度、学习活动、资

源工具、评价反馈等多种维度开展；同时，还可根据不同的学习者特点设计不同的评价方案，

开展分层评价。

六 结论

基于社会认知网络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在基于学习元的社会认知网络中借鉴翻转课堂的

一种教学思路，通过移动设备、学习平台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建构而成。该模式突出了网络学习

过程中物化资源背后的“人”的贡献，重视人与物化资源的多向深度交互。在这一过程中建立

和发展的社会认知网络，能够真正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入思考和内化，

促进高阶思维能力的深度培养，促进创造性知识、经验和智慧的生成， 终实现“人人都能得

到发展”的个性化教学目标以及“学会学习”的教育目标。

虽然基于社会认知网络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教学设计、应用推广、技术实施等诸多方面

还存在不足，但该模式及其应用研究体现了学习者知识获取的新方向、体现了教学从重视继承

向重视创新的转变、体现了教学改革向着学生个性化发展方向的要求、体现了知识建构和形成

有意义认知网络的重要发展方向，因此可供深入分析翻转课堂学习者学习成效、学习者交互分

析、学习连接和网络建构过程分析等的相关研究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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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Model of Flipped Classroom based on Social Cognitiv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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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paradigm and solved many problems

existing in traditional classroom. But in the ubiquitous learning environment, this model paid scant attention to the

learning connection and the network construction process. How to use new learning resources organization form fitting

ubiquitous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prompt the knowledge internalization, migration and utilization, and realize the

share of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and evolution of individual knowledge experience was the main research problem in this

paper. Based on social cognitive network of learning cell, this paper carried out the research on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which was constructed by the individual, group and dual social cognitive network. This model combined evolvable

physical resources and human resourc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knowledge, and

reflect the new direction for acquiring knowledge.

Keywords: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social cognitive network; learning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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